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铝价大幅下跌 现货表现有所好转 

期货市场 

SHFE 

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

2106 19200 18110 -660 186261 

2107 19120 18105 -660 638205 

（备注：当日 SHFE 收盘 15：00 实盘价） 

LME 

时间 名称 开盘 收盘 涨跌 

隔夜 Lme 铝 2375 2378 +3 

今日 Lme 铝 2381.5 2320 -61.5 

（备注：亚洲时段 LME 铝价为当日 SHFE 收盘 15：00 实盘价） 

交易综述 

上海期铝价格跌幅较大。主力合约 2107，以 18105 元/

吨收盘，下跌 660 元,跌幅为 3.52%。当日 15：00 伦敦三月

铝报价 2320.00 美元/吨，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.80，低

于上一交易日 7.87，上海期铝跌幅大于伦敦市场。全部合约

成交 1021010 手,持仓量减少 18965 手至 462349 手。主力

合约成交 638205 手,持仓量减少 9034 手至 235331 手。 

明日观点  

今日盘面持续震荡下跌，华东地区铝锭主流成交价在

18320-18360 元/吨，华南地区铝锭成交价在 18530-18550

元/吨，华东地区现货表现有所好转，持货商积极调价出货，

接货方逢低采购意向提升，下游厂家采购意向开始回暖，整体

成交尚可。华南地区，今日持货商有所惜售，临近长单结算日，

接货方积极询价接货，下游采购积极性较高，整体成交较好。

预计明日铝价将维持弱势震荡。 

行业热点 

【EAFA 报告称 2021 年第一季度欧洲铝箔出货量增长了

2.3%】 

根据欧洲铝箔协会(EAFA)公布的数据，2021 年第一季度，

欧洲铝箔生产商铝箔的交货量为 24.5 万吨，比2020 年的 23.95

万吨增长了 2.3%。 

 

【中铝集团牵头制定两项航空用铝合金材料国家标准】 

近日，国家标准委下达 2021 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

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，中铝集团所属企业牵头承担 4 项国

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。 

 

【三大人民币汇率指数回落，CFETS 指数按周跌 0.15%】 

新华财经北京 5 月 24 日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新计算的

2021 年 5 月 21 日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为 97.19，较此前

一周下跌 0.15%。参考 BIS 货币篮子、SDR 货币篮子计算的人

民币汇率指数分别为 101.29 和 95.95，较此前一周分别下跌

0.12%和 0.21%。 

 

【央行李波：建立全覆盖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，重点加强

对加杠杆行为监测】 

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 5 月 22 日在 2021 清华五道口

全球金融论坛上建议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。他说，应

研究更加明确可量化的宏观审慎政策目标，包括最终目标和中

间目标，明晰顶层架构和权责划分，明晰宏观审慎政策的治理

架构，同时，推动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传导机制，提

高宏观审慎政策执行效率和有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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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解铝市场 

主流地区电解铝升贴水情况（元/吨） 

地区 均价 上期所 长江 南储 

上海 18340 25 -10 -180 

无锡 18340 25 -10 -180 

杭州 18400 85 50 -120 

佛山 18540 225 190 20 

沈阳 18440 125 90 -80 

天津 18450 135 100 -70 

巩义 18320 5 -30 -200 

临沂 18480 165 130 -40 

重庆 18370 55 20 -150 

长沙 18760 445 410 240 

上海铝锭现货价 18340 元/吨，跌 90 元/吨，市场成交一

般；临沂铝锭现货价 18480 元/吨，跌 60 元/吨，成交一般；

无锡铝锭现 18340 元/吨，跌 90 元/吨，成交一般；杭州铝锭

现货价 18400 元/吨，跌 110 元/吨，市场按需采购；佛山铝

锭现货成交价 18540 元/吨,跌 60 元/吨，成交较好；巩义铝锭

现货价 18320 元/吨，跌 60 元/吨，下游逢低采购，成交较好；

天津铝锭现货价 18450 元/吨，跌 70 元/吨,成交一般；沈阳铝

锭现货价 18440 元/吨，跌 70 元/吨，成交一般；重庆铝锭现

货价 18370 元/吨，跌 90 元/吨，铝厂提价惜售，市场货源不

足，现货成交较差。 

上游市场 

铝土矿：进口矿方面：几内亚矿 AL:43-45%,SI:2-3%,CIF:47

美元/吨。印尼矿 AL:45-47%,SI:4-6%,CIF:48 美元/吨。澳洲

市场三水铝土矿 Al:48-50% Si:8-10%价格 43 美元/吨。 

每周现货库存情况（万吨） 

地区 5 月 20 日 5 月 24 日 增减 

上海 11.6 11.4 -0.2 

无锡 39.9 38.9 -1 

杭州 6.7 6.5 -0.2 

湖州 0.3 0.1 -0.2 

宁波 2.4 2.3 -0.1 

济南 0.1 0.1 0 

佛山 23.8 23.2 -0.6 

海安 0.3 0.3 0 

天津 4.6 4.5 -0.1 

沈阳 0 0 0 

巩义 8.7 8 -0.7 

郑州 1 0.9 -0.1 

洛阳 0.1 0.1 0 

重庆 0.6 0.5 -0.1 

临沂 1.4 1.4 0 

常州 0.3 0.3 0 

总计 101.8 98.5 -3.3 

中国主流地区电解铝库存 

 
中国主流地区电解铝出库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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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对粤升贴水走势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国主流地区氧化铝现货价格 

 

中国主流地区铝棒库存

 

中国主流地区铝棒出库量 

 

氧化铝： 24 日主流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维稳为主。

山西 2440~2500 元/吨，河南 2440~2480 元/吨，山东

2440~2500 元/吨，广西 2400~2440 元/吨，贵州地区

2380~2400 元/吨。供应方面，北方地区可售现货量偏紧，

各企业厂内现货库存紧张，以执行长单供应为主，厂家挺价

惜售心态较浓。需求方面，近期铝价开始回调，部分地区受

天气及政策的影响生产受限，并且下游厂家长单签订比例较

高，导致短期接货意愿不高。从市场心态调研来看：近期贸

易商询价积极性明显增加，厂家由于烧碱、煤等原材料成本

的上移，导致整体现货报价较为坚挺，整体市场看涨氛围浓

郁，预计价格运行区间在 2400-2600 元/吨。  

氟化铝：中国氟化铝价格弱势运行。各地区报价：甘肃

7400-7600 元/吨，湖南 7300-7600 元/吨。氟化铝成本有所

松动，成品库存较高，下游需求一般，预计后期中国氟化铝

价格弱势运行为主。 

下游市场 

铝合金锭：24 日铝合金锭 ADC12 地区价格较上交易日价格

下跌 100-200 元/吨，无锡地区 ADC12 价格 18800 元/吨，

跌 100 元/吨；宁波地区 ADC12 价格 18800 元/吨，跌 100

元/吨；佛山地区 ADC12 价格 18800 元/吨，跌 100 元/吨；

重庆地区 ADC12 价格 18800 元/吨，跌 200 元/吨；进口韩

国 ADC12 报价 18300 元/吨，跌 200 元/吨。市场整体表现

活跃度仍然低下，国内市场 ADC12 成交价格维持在

18600-18800 元/吨，行业竞争激烈，合金锭地区均价、企

业价格均不同程度下调，小部分企业低价在出售以获得现金

流，下游观望情绪仍显浓厚。 

铝棒：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（仓库/厂内自提）：佛山

650-800 元/吨；无锡 450-650 元/吨；包头 200-260 元/吨；

宣城 360-420 元/吨。消费地加工费报价相对混乱，高低值跨

度明显，且交易时段仍存一定调价举动。市场交投表现一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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